
為您而設的優越醫療保障及服務

特別為追求卓越的您而設的「寰宇特選 II醫療計劃」 

(「寰宇特選 II」) 提供優質的康健保障，並設3個保障級別，
而每個保障級別均提供保障地區及自付額以供選擇，讓您
尊享最切合需要的醫療保障及服務。

視乎所選的保障級別，您可就任何符合規定的醫療開支獲
賠償支付，賠償金額高達指定的每年最高限額。

保障級別 每年最高限額

特級 高達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全面 高達25,000,000港元 / 3,125,000美元

標準 高達20,000,000港元 / 2,500,000美元

註：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獨特的計劃特色

可選擇保障地區1 

我們提供3個保障地區供您選擇，分別為：

 亞洲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 

毋須健康申報2 及保證續保3

「寰宇特選 II」毋須填寫醫療問卷或接受健康檢查，並保證
續保直至被保人100歲。

4種自付額選擇，靈活配合財政預算

視乎所選的自付額選擇，您的年繳保費~ 可享折扣優惠。
您同意分擔的醫療費用部分及相應可享的折扣優惠詳列 

如下：

自付額選擇 (每年)# 年繳保費金額~  

可享的折扣級別

沒有 0%

12,000港元 / 1,500美元 40%

40,000港元 / 5,000美元 50%

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 65%

#  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 指並無任何自付額的保單的年繳保費金額。

周全保障4

住院保障
住院期間產生的絕大部分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  (包括與 

手術及住宿相關的費用)，將根據您的保單的保障級別提供
保障。 

門診保障
「寰宇特選 II」的保障覆蓋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的診療，
以及其他治療及程序，例如：

 磁力共震造影

 X光

 中醫

 物理治療

 癌症治療

 門診手術

 寰宇特選 II 醫療計劃



主要保險賠償項目及服務＃ 

保障級別

特級 全面 標準

主要保險賠償項目

住院保障 ✓ ✓ ✓

門診保障
(包括但不限於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的診療)

✓ ✓
✓

指定條款的 
「住院前及住院後 
保險賠償」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已顯現的先天性的 
情況」保險賠償6,7,8,9 ✓ ✓ –

「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9 ✓ ✓ ✓

預防性健康護理 –「接種疫苗」 ✓ ✓ –

預防性健康護理 – 每年「健康檢查」9 ✓ ✓ –

健康護理 – 眼部及牙科護理保險賠償 ✓ – –

「懷孕及分娩」保險賠償9,10 ✓ – –

# 只載列部分資料。

「前已存在的情況」及先天性的情況之保障
有別於市面上大部分醫療保險計劃，「寰宇特選 II」的
特級及全面保障級別均為「前已存在的情況」及先天性
的情況提供保障。然而，如您受保於標準保障級別，
您亦可享「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

卓越服務5

住院直接結算 

「寰宇特選 II」可讓我們在全球醫院名錄所列的醫院直接 

結算您符合規定的住院費用。該名錄覆蓋來自全球超過
130個不同國家 / 地區的醫院，如香港、中國大陸、日本、
新加坡及英國。

您可信賴的優質服務

 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

 您可隨時隨地透過我們的24小時客戶服務，了解自己
的保障範圍或索償事宜。 

 24小時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全年365日、每日24小時，若需要醫療運送及運返， 

可以隨時致電我們的熱線。 

 24小時禮賓服務 

 我們的禮賓團隊竭誠為您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安排 

豪華汽車及轎車租賃、酒店及餐廳預訂、機票及演唱會 

門票預訂等。  

 24小時Health at Hand

 由專業人員提供的Health at Hand電話服務Δ，讓您可以 

輕鬆獲得個別疾病、治療和藥物的最新醫療資訊。 

假如您在自己的健康問題上有任何特別查詢， 

Health at Hand亦可快速提供專業意見。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由專業的醫療團隊為您提供第二醫療意見，助您就 

治療方法作出最適切的選擇。
Δ 國際直撥電話的費用將由來電者支付。



「寰宇特選 II」資料一覽表

保費繳付年期 直至100歲

保險保障期 直至100歲3

繕發年齡 14天 – 80歲

保費11 n 根據被保人的已屆年齡調整
n 保費並非保證

保費繳付方式 年繳

保障級別 特級、全面或標準4

保障地區選擇 「亞洲」、「全球 (不包括美國)」或「全球」1

自付額選擇 (每年)* 「沒有」、「12,000港元 / 1,500美元」、「40,000港元 / 5,000美元」或「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

保單申請 毋須健康申報2

保單續保 保證每年續保直至被保人100歲為止3

* 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說明例子僅供參考。

Ken投保「寰宇特選 II」保單的全面保障級別，而自付額選擇為「沒有」。兩年後，Ken不幸患上左側
氣胸而需進行手術。出院後，他需由外科醫生跟進病況。產生的醫療賬單金額為413,038港元。

由於產生的醫療開支均全額受保於「每日住宿費」、「住院收費」及「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診療費」之保險 

賠償下，「寰宇特選 II」保單全額賠償金額合共413,038港元，詳情如下：

醫療開支及賠償支付

醫療開支 金額

住院及日間護理治療保險賠償

每日住宿費 
(私家醫院標準單人房，9天)

31,500港元

住院收費  
(包括診斷程序、手術室收費、外科醫生及麻醉師收費、護理、藥物及敷料)

379,838港元

門診治療保險賠償

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診療費 
（包括診斷、處方藥物、敷料等） 

1,700港元

總共： 413,038港元

說明例子



「寰宇特選 II 醫療計劃」由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AXA安盛」、「本公司」或「我們」) 承保。

此計劃須受有關保單合約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所限制。我們保留接受此計劃申請之最終權利。本單張只提供一般資料，不能構成我們與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約。
本單張並非保單。有關此計劃的詳細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考有關保單合約，本公司備有有關保單合約將應要求以供參閱。

如閣下不願意接收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  /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20樓安盛 
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備註

1. 本公司對「亞洲」、「全球 (不包括美國)」及「全球」的定義如下：
 n 「亞洲」：阿富汗、澳洲、孟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吉爾吉斯、老撾、澳門、馬來西亞、 

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紐西蘭、北韓、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塔吉克、泰國、東帝汶、土庫曼、 

烏茲別克、越南
 n 「全球 (不包括美國)」：全球各地，但不包括美國
 n 「全球」：全球各地

2. 在被保人投保時，本公司不會查問被保人的醫療紀錄。然而，當提出索償，我們將評估被保人的病症是否屬「前已存在的情況」。申請人投保時 

年齡必須介乎14天至80歲 (首尾包括在內)。初生嬰兒要作為被保人，必須在申請保單時已完全地獲批准出院。「主要居留地」為美國的申請人將 

不具可保資格。如接受投保申請將會令本公司承受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或國際經濟制裁的風險，則我們保留不接受該投保申請之權利。保單
申請亦受限於「寰宇特選 II」的條款及條件，以及視乎投保時「寰宇特選 II」是否發售。

3. 受限「寰宇特選 II」於保單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以及視乎續保時「寰宇特選 II」是否發售，您獲保證有權於每個保單週年日透過預先繳付適用的年繳
保費為保單續保。如被保人轉換「主要居留」地至保障地區以外的地方，保單或於下一個保單週年日不獲續保。若我們認為被保人轉換居留地， 

會令我們承受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或國際經濟制裁的風險，我們保留終止保單的權利。

4. 有關特級、全面及標準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詳情，詳列於「寰宇特選 II」之產品說明書的保險賠償表。本單張及有關產品說明書並非保險合約。 

有關其他條款、條件、不保事項及限制詳情，已列於「寰宇特選  II」的保單合約。

5. 有關服務受相關條款及條件限制，AXA安盛保留隨時修訂該條款及條件之權利，毋須事先通知。

6. 如要符合資格獲得「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 / 或「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被保人必須獲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保障至少連續270日 

(自保單日期起計)，並須受限於相關保單合約所述的其他規定。

7.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共同使用同一每年總限額，因而該兩項保險賠償其中一項保險賠償所付的索賠 

款額，將會減少該兩項保險賠償可用的剩餘限額。

8.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為下列情況所接受的符合規定的治療提供保障： 

 (a)  自保單日期起計的首2個保單年度內，但自保單日期起計的270日後所接受的治療；以及
 (b)  自保單日期起計的2年後所接受的治療，但被保人在接受治療時並沒有連續2年的「並無患病」期。

9. 就每項保險賠償的等候期的詳細要求，請參閱保單的條款。

10. 如要符合資格獲得「懷孕及分娩」保險賠償，被保人必須超過18歲，亦必須連續至少12個月獲特級保障級別保障，並已為同一保障級別進行下一個
保單年度續保後，方可就產生的收費獲得此項保險賠償。

11. 首次保費將根據被保人於保單繕發時的年齡及其他因素 (包括但不限於被保人之「主要居留地」，以及保單之保障級別) 計算。保費並非保證不變，
本公司可在任何一個保單週年日更改保費。保費可在每一個保單週年日根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因素而調整：被保人已屆年齡、醫療趨勢及本公司
的理賠經驗。

註： 

n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單張提及的年齡均指被保人上次生日時的年齡。
n 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查詢其他可供選擇的保單貨幣。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

2020年4月

「寰宇特選 II」的保險賠償受限於有關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內所列的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以及其合資格條件。 
本單張只提供「寰宇特選 II」的主要特點，您不應單獨依靠本單張而作出任何購買決定，並應一併細閱有關產品 
說明書及保單合約。本公司備有有關文件可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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